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实习生
郭嘉梁） 6月9日，市工业（国防 ）
工会系统举行职工创新工作交流
会， 职工创新成企业发展第一支
撑力成为会议亮点。 中国国防邮
电工会主席杨军日、 中国机械冶
金建材工会副主席刘建新、 市总
工会副主席韩世春出席会议，会
议由市工业(国防)工会主席周玉
忠主持。

本次活动由市工业 (国防)工
会与市总经济技术和劳动保障
部、市职工技协联合主办，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承办。当天上午，
与会人员观看了航天五院的宣传
片， 实地观摩了北京空间飞行器
总体设计部苗建印创新工作室和
北京卫星制造厂精密制造中心数
控加工班组王连友班组， 以及生
产车间、 科研设施和创新成果展
厅， 重温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历程。
当天， 会议宣读了2016年创

新工作室建设和职工创新成果的
表彰决定，7个单位代表作了经验
发言。航天五院秉承创新理念，不
断追求技术、能力与管理领先，攻
克一个又一个高精尖技术难关。
首钢加强创新工作室建设， 探索
新的工作模式， 激发全员创新活
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京城机
电突出“一企一策一主题”，持续
深化职工岗位创新， 推动企业转
型发展。北汽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打造企业战
略转型“第一支撑力”。金隅琉水
发挥劳模示范带头作用， 助推企
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工美集团
立足自身特色，弘扬工匠精神，在
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北方
导航强化团队创新， 推动军事装
备技术“弯道超车”。

据了解 ，2016年全系统共有
1400余名职工获得市总在职职工
职业发展助推； 在市总与市科委
联合认定的30家以领军人物命名
的职工创新工作室中有8家入选，
60个职工自主创新成果中有22个
获奖，占获奖总项近四成。2017年
《关于联合认定2016年度市级（命
名） 职工创新工作室暨首都职工
自主创新成果的决定》中分别有8
家职工创新工作室、授予“名师带
徒”称号的有8对、自主创新成果
中有15个项目入选。

市工业(国防)工会精选了近
期的职工创新成果进行汇编印
发，这些成果既涵盖了传统行业，
又涵盖了现代制造业、航空航天、
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市总工会副主席韩世春说 ，
创新工作要联合企业党政， 建立
长效机制，促进职工发展。希望各

级工会认真总结本单位、 本系统
职工创新工作的成功经验， 挖掘
先进典型，加强宣传引导，进一步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特别要讲好身边的故事，宣传
好先进事迹， 加大对取得成绩的

创新工作室、创新个人奖励力度，
努力在全系统积极营造尊重科
学、崇尚技能、鼓励创新的氛围。

图为与会人员参观航天五院
创新成果展厅。

记者 孙妍 实习生 郭嘉梁 摄

职工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第一支撑力
市工业国防系统举行职工创新工作交流会 7家单位作经验交流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近日，
北京金卫伟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举行了职业技能竞赛和岗位练兵
培训活动， 来自一线的55名保安
员，齐聚公司总部接受为期7天集
中培训和选拔考核， 最终将参加
2017年北京市职业技能竞赛和岗
位练兵活动。

据介绍， 公司工会等相关部
门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 先从
基层选拔推荐符合参赛条件的优

秀保安员到公司集中培训。 经过
文化水平测试、各项体能测试、保
安证等考查， 保安员在通过选拔
后，才能获得公司的培训资格。

经过严格培训后， 再从这些
保安员中选出21人参加市职业技
能竞赛和岗位练兵活动。同时，利
用这次培训机会， 也为公司培养
基层岗位练兵的教练人才， 培训
后这些保安员回到驻勤点担任培
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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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义生）“又有新书了， 大家一起
来看吧。”最近，中建二局一公司
深圳分公司半岛城邦项目部职工
书屋建成， 成了建筑工人学习的
“加油站”。

半岛城邦项目把职工书屋看
做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这个项目
团队诞生了全国首支农民工安全
督察队， 创建了首个农民工安全
督察队培训基地， 拍摄了农民工
安全督察队活动微电影。 他们积
极筹建职工书屋和书籍征集，现
征集了各类图书300余册，涵盖劳
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建筑施工
管理、安全技术等专业书籍，还有

介绍生活常识、 心理健康的生活
百科全书。项目工会负责人说，工
地通过职工书屋建设， 用高雅的
文化熏陶人、 用健康的文化感染
人、用积极的文化鼓舞人， 成为
宣传企业文化、 传播企业精神和
价值理念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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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盛丽） 6月10
日， 作为2017年 “把微笑带回家
为最美劳动者点赞” 大型公益系
列活动之一， 劳动午报社携手北
京公交集团共同举行 “国企开放
日的北京公交” 一日摄影大赛和
“我眼中的北京公交”专题摄影大
赛活动。市民乘客和摄影爱好者，
可以通过手中的镜头记录公交劳
动者服务的瞬间和公交日新月异
的变化。

“为爱车出名 ”、“追星总动
员”、“牵手百年公交”……在国企
开放日当天， 来自北京市职工摄
影俱乐部的50余位会员早早来到
现场。他们手持相机，不断抓拍活
动中的精彩瞬间。据了解，北京市

职工摄影俱乐部于去年11月成
立。 俱乐部由劳动午报社与北京
工会传媒协会共同发起， 主要开
展拍摄活动组织、摄影大赛策划、
摄影知识培训等活动， 反映一线
职工的生产和生活。

据介绍，“国企开放日的北京
公交” 一日摄影大赛作品创作时
间为6月10日当天，内容围绕活动
现场展开拍摄，突出“北京公交嘉
年华”和“少年交通安全训练营”
活动主题。作品投稿时间为6月10
日至13日， 评选时间为6月底。奖
项将于7月公布， 共设置一等奖3
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优
秀奖30名。“我眼中的北京公交”
专题摄影大赛活动作品创作时间

截至10月10日，作品需围绕“北京
公交”展开。作品评选时间为10月
底，11月公布奖项结果。共设置一
等奖3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
名，优秀奖30名。

公交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国企开放日的北京公交”一
日摄影大赛和 “我眼中的北京公
交”专题摄影大赛活动，邀请广大
市民乘客和摄影爱好者， 用镜头
记录公交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上的
精彩瞬间，记录“最美公交人”，记
录北京公交日新月异的变化发
展。用精美的照片，留住北京公交
永恒的记忆、奋斗的历史、发展的
印记，展现公交人的奉献和辛勤，
将公交品牌真情塑造。

职工书屋成建筑工人学习“加油站”

本报携手公交集团开展“为最美劳动者点赞”专题摄影大赛

金卫伟业保安集中培训备战技能赛

8日， 北京二七机车公司女职工委员会再次与丰台青年汇合作，
为女员工推出DIY手工香皂制作体验班。 20多名女员工在老师指导
下， 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 将颜色或透明或分层混搭在一起， 制成芬
香扑鼻的手工皂。 培训为女员工带来了幸福体验， 也培养了大家的团
队协作能力。 本报记者 彭程 实习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皂”就幸福生活

公交邀市民用镜头记录劳动者风采

加加大大修修检检
保保消消防防安安全全

昌昌平平启启动动
绿绿色色施施工工

进入六月， 又迎来了消防
安全生产月。 作为公交窗口行
业服务的幕后工作者， 公交消
防公司为确保公交运营车辆和
场站消防设施配备的有效及时
和完整， 干管率先垂范加入生
产， 全体员工加班加点， 日均
维修检测消防器材达400余具，
将一批批消防器材及时送达各
运营公司车队和公交场站。

本报记者 于佳 摄影报道

8日，昌平区“安全生产暨
绿色施工整治月行动” 全面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题责任启动
仪式举行。当天，昌平区在施工
现场成立了首家农民工安全督
察队， 让工友们参与项目安全
检查与互查。同时，区消防支队
与施工单位联手进行了工程现
场消防应急演练。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